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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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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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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楊德清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安穩保險
汽車 房屋 商業
醫療 人壽 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Sterling McCall LexusSterling McCall Lexus

Danny Hou(中英雙語)

Sales Consultant(銷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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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RX

832-361-9088

雷克薩斯被消費者反饋評為

最值得信任品牌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機構 撞擊測試

安全性最高的品牌之一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乳腺癌
的早期診斷對日後的治療和癒後至關重要。關於乳
癌，現今媒體中有各種各樣的信息令人混淆不清。
究竟什麼才是乳腺癌早期診斷的正確方法呢？光鹽
社舉辦“乳腺癌的早期檢測”健康講座，特別邀請
何紅英醫學博士與大家探討該話題。何紅英醫師安
德森癌症中心乳腺專科畢業，於紐約愛因斯坦醫學
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現任德州大學醫學院放射醫
學系乳腺科主任。講座具體時間、地點如下。歡迎
民眾參加！
講員：何紅英醫生
時間：2016年1月9日，下午2-4點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自住屋地稅優惠申請提醒自住屋地稅優惠申請提醒
安穩保險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乳腺癌的早期檢測乳腺癌的早期檢測

美國的房產稅是年年要交的，不像中國
，買房子時交一次，今後不交。美國買房子
，要考慮是否買起也住得起，在美國買房子
，實際上就如同從政府租了個房子，租金就
是地稅。年年要交的地稅各州各郡不一樣，
新舊小區也不一樣。休斯頓大約是房價的
3%，就是說市價10萬的房子一年要交$3000
的稅。

這些稅收用於學校，公共建設，政府開
支等各方面的費用。這個地產稅，每年還不
一樣，郡裡有個地稅評估區，專門負責估價
，根據市場上房產買賣的市場價，對每個地
產都有估價，稅額就基於估出來的價格而定
。對於欠地稅的地主，房子就會被以欠稅額
起價的低價拍賣，來還欠稅。

政府給自住房的屋主，有一定的免稅優
惠，大約20%，投資房則不享受這項優惠。

對 65 歲以上的自住老人屋主有更多的優惠
。對於投資地產來說，則不能享受這項優惠
。

這個自住優惠不是自動給的，屋主必須
得自己申請，即在上年買的房子，在來年的
1月1日至4月30日要向本郡評估區提出申
請，政府僅在這一段受理，早申請，或晚申
請都不予受理。且一次申請一勞永逸，只要
情況不變，優惠始終在，不需再申請。若沒
有申請者，過期也不退稅。好多屋主住了好
多年也不知道這種優惠政策，該省下的稅也
沒有省下來，白白地比別人多交了稅。若發
現自己已經住了多年商沒有申請，請也於以
上時間段申請。你是否已經享受了這項優惠
也可以在網上查到。

每年評估區還會給每個房主寄這個表，
收到後填好，簽名，與駕照複印件一起上交

就行了。要注意駕照地址要與申請優惠的房
子地址要一致才行。
申請表在各個評估區的網站上也可以查到：
Harris County:http://www.hcad.org/pdf/
forms/2015/11-13_v1015.pdf
Ford Bend County:http://comptroller.texas.
gov/taxinfo/taxforms/50-114.pdf
Brazoria County:http://comptroller.texas.gov/
taxinfo/taxforms/50-114.pdf

現在是新的一年的開始，一月份，2015
年有買自住房的屋主，或者以前買了自主房
，尚未申請優惠的，現在正是申請免稅的時
機，請千萬別忘了，別錯過了啊！截止日期
是4月30日。有問題可以諮詢地產經紀人，
會計師，或來電話713-952-5031

（本報訊）上(2015)年4月間，美
國德州福遍郡郡長Robert Herbet率團

訪問屏東，促成福遍獨立學區與屏東
縣教育處簽署姊妹合約。為落實雙邊

教育交流，今(2016)年元旦期間，福
遍獨立學區總監 Dr. Charles Dupre 偕

學 區 3 位
教 育 委 員
Jason Bur-
dine、 KP
George、
Addie
Heyliger 以
及 福 遍 郡
全 球 合 作
倡 議 主 席
Allison

Wen等人，在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教育組的協助促成下，應教育
部邀請前往臺灣訪問。

該團除了訪問締結姊妹合約的屏
東縣教育處之外，也參觀大同高中、
東港高中及國立屏東大學，並與屏東
縣吳麗雪副縣長、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王慧蘭處長、農業處鄭永裕副處長以
及國立屏東大學國際長劉育忠教授等
進行餐敘，希望能落實雙邊教育交流
。

此外，由於去年7月間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湯局長志民親自率領青少年
民俗體育訪問團前來德州訪演，在休
士頓地區演出場次獲得福遍郡全球合
作辦公室大力支持，演出場面熱烈溫
馨，達到實質交流效果。福遍郡對於
臺北市體育民俗運動的保存及推廣留
下深刻印象，福遍學區藉這次訪問臺
灣機會也回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及
明道國小，更加深化了雙邊的友誼。
教育部方面則由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藍
先茜副司長代表主持午宴接待福遍教
育訪問團，討論華語教學合作的可能
性。福遍教育訪問團不僅對臺灣教育
的成就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更加
確認未來雙邊應拓展青少年教育交流
的方向。

福遍獨立學區是全德州第七大學
區，是全福遍郡最大的雇主單位，僱
有近萬名教職員，主管75所學校，93
個附屬機構，221 棟建築。2015 學年
度預算為 5 億 80,40 萬 8,153 美元，學
生人數約7萬3,377名。

福遍學區總監率團訪華福遍學區總監率團訪華
教育交流更上層樓教育交流更上層樓

((站前左四站前左四)) 臺北市教育局湯志民局長臺北市教育局湯志民局長；；((左五左五))福遍學區總監福遍學區總監Dr. DupreDr. Dupre。（。（照片照片
來源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教育處提供屏東縣教育處提供））

((前左二前左二))屏東縣吳麗雪副縣長屏東縣吳麗雪副縣長；；((中中))福遍學區總監福遍學區總監Dr. DupreDr. Dupre；；((右二右二))屏東縣屏東縣
教育處王慧蘭處長教育處王慧蘭處長。（。（照片來源照片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教育局、、屏東縣教育處提供屏東縣教育處提供））

休士頓中華公所於元旦1月1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大禮堂
盛大隆重舉行升旗典禮及茶會以迎接新年的來臨

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
楊怡雯醫師分享專題
「老年人急救處理」
1月9日（Sat)上午10時
6875 Synott Rd. Houston,
TX.77083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免
費講座
衍易女史2016流年風水
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新會長及
理監事宣誓
1月9日（Sat)上午11時
德州天后廟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016年1月份
月會
1月9日（Sat)下午2時30分至下
午4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Point West,Houston, TX.

2016年 「擁抱春天」 大型春節聯
歡晚會新聞發布會
1月10日（Sun)上午11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2016年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交接典禮及午餐
1月10日（Sun)上午11時30分至
下午2時
Feng Ling Restaurant
11010 Westheimer Road. Hous-
ton, TX.77042

休士頓香港會館舉辦
卡拉OK慶祝新年聯歡活動
1月10日（Sun)下午4時至下午7
時
敦煌商埸2樓Stage酒廊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東北風書畫作品展售活動揭幕
1月10日（Sun)下午6時30分
中國城世紀廣場中國藝術中心

元極舞 「萬物嚮明」 休市研習會
1 月 13 日（Wed) 至 1 月 14 日
（Thursday)上午9時30分至下午
4時30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美國文體藝術聯盟在中國藝術中
心隆重舉辦大型書畫展
時間：2016年1月10日星期天的
晚上6：30PM
地點：6515 Corporate Dr. # M1,
Houston, TX 77036

開心牙科診所開幕式
1月9日（Sat) 上午10時
11415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77072

師大附中校友會2016年會
1月9日（Sat.)下午5時
中華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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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中華公所與所屬25個
僑團於 2016 年元旦 1 月 1 日在 10303 WESTOF-
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大禮堂盛大隆重舉行升旗典禮及茶會，以
迎接新年的來臨。適逢國父孫中山150周年誕辰，
典禮並紀念了華僑革命建國時的付出和貢獻。

元旦當天雖然氣溫低飄著雨，卻不減僑胞們
熱情參加升旗典禮，許多僑胞一早扶老攜幼齊聚
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參與元旦慶典，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夫人邱瓊慧伉儷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吳宜侃秘
書,黃浩秘書,俞欣嫻秘書,黃鈺程秘書,文趙全娣等
各組同仁都到場參與,600 位僑胞齊聚,現場座無虛
席。盛典活動儀式首先由休士頓華裔青年文化志
工大使旗隊(FASCA)前導，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護送
中華民國國旗入場，青年志工們揮舞著國旗，像
徵僑社傳承力量，在場僑胞600人一起高唱中華民
國國歌，場面莊嚴肅穆。許多僑胞眼眶閃著感動
淚光，表示能在異鄉高唱國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

中華公所兩位共同主席周彩庭和陳燦基分別
代表致歡迎詞及感謝詞，並強調，雖然天氣寒冷
且下著細雨感謝美南全僑的參與，慶祝中華民國
邁入105年及國父孫中山的150年誕辰，讓他們相
當感動,中華公所堅持守護國父孫中山先生理念，
永遠支持代表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陳燦基主席

表示,今天欣逢中華民國105年元旦,直著新年元旦,
首先讓我代表中華公所在這理向大家致以熱烈歡
迎和衷心地祝賀大家節日愉快.今天我們在美南休
士頓地區共聚一堂 ,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在休士頓的僑胞們來參加元旦升旗儀式.在這裡有
傳統僑社的朋友和來自中華民國的僑胞,今天來表
達了,海外僑胞對中華民國堅定的支持,同時呈現我
們海外僑胞團結,和諧凝聚的力量,也體現海外僑胞
愛台灣的心,今日在喜慶新年佳節之際,我們更加懷
念我們世人仰慕的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偉大的政治
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孫中
山先生畢生致力革命,創立了三民主義,締造了中華
民國,他的許多理論,著作成了後人寶貴精神財富,在
中華民族展史上樹立了一座偉大的里程碑;在炎黃
子孫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光輝燦爛一頁,今年是國
父 150 周年誕辰,我們倍感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
榮耀和自豪,倍感作為炎黃子孫的光榮和驕傲,我們
要光大先輩精神,為中華民族不斷追求時代前進步
伐,探索進取,今日祈盼國內政界人士團結合作,讓中
華民國永續發展,長長久久. 去年,我們中華公所,舉
辦五十周年年慶,今天在這裡衷心地感謝經文處,僑
教中心,僑胞們,外地會館,還有我們的團隊支持幫助
下,讓我們順利圓滿完成,謝謝你們. 在新年伊始,本
人真誠地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裡,萬事順意,身體健
康.今天中華民國105年升旗儀式,祈盼各位留下最
美好的回憶,謝謝大家.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致

詞，中華民國在國父孫中山
先生的領導下成為一個自由
民主的國家，是一個全民共
同擁有、全民共同治理、全
民共同享有的國家，黃敏境
處長並且推崇海外華人及社
團對於當地社會貢獻了正面
的力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向與
會僑胞說明中華民國在這一
年在馬總統帶領的成果，包
含我國免簽國增加至161個，
台灣的境外旅客以及出境旅
國人創下歷史新高.

黃敏境處長在致詞中重
申政府在外交、兩岸、觀光
發展等方面的努力， 「讓世界看到台灣、增加台
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能見度」。他也談到日前的馬
習會，總統馬英九成功傳達了 「中華民國是存在
的，且中華民國會永遠存在」的訊息，獲全場僑
胞一致熱烈掌聲。馬習會宣告中華民國永遠存在
的事實，開放與和平的政策受到國際社會肯定，
經濟景氣復甦緩慢的此刻，同胞或者國際訪客都
對中華民國很有信心，勉勵在場僑胞與政府共同
合作努力創造新機，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今年是中
華民國建國的第105年，看到僑胞不畏天氣寒冷的

齊聚一堂，讓她非常感動。莊
雅淑主任也讚揚海外僑胞即使
在海外仍然努力的貢獻自己的
心力，僑胞支持是中華民國奮
力邁進的動力，今年是國父誕
辰150周年，希望美南僑胞一
起來守護中華民國，讓國父孫
中山先生自由民主理念，分享
給全球華人社會。

隨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
會頒發新任僑務諮詢委員王秀
姿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續聘
僑務顧問周滿洪以及代表國防
部頒發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
章給抗戰英雄齊國瑞、吳鶴予
先生，另為表彰王敦正僑務諮
詢委員對僑教的貢獻，亦代表
僑委會頒發海華榮譽章，同時

頒發104年舉辦中華民國抗戰紀念活動有功僑團及
個人獎狀感謝狀給休士頓僑界紀念抗戰勝利70週
年協調會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委員葉宏志,
黎淑瑛,劉秀美及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前會長高華鵬,

104年僑界舉辦雙十國慶有功僑團休士頓僑界慶祝
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劉美
玲會長),休士頓客家會(管光明會長),臺灣大學校友
會(羅茜莉會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休士頓大學
臺灣同學會,中華保健中心(鄭雅文會長),休士頓客
家會(劉志恆會長),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關紫紅會
長),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休士頓香
港會館(葉如東會長),和樂之聲合唱音樂會籌備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友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林琬真會長),休士頓青年文化志工大使協
會,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燦基、周彩庭),美
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洪良冰會長),休士頓榮
光會(高華鵬會長),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儀隊(黃春
蘭會長),休士頓華人摩托車俱樂部(陳副會長),休士
頓銘傳校友會(蔣瑰玲會長),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
(黃春蘭會長),休士頓華人西畫協會,王麗純舞蹈學
校(金俊家代領),中華青少年聯誼會,黃埔四海同心
會(江震遠會長),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嚴杰會長)及個
人獎狀感謝狀104年休士頓僑界慶祝雙十國慶籌備
委員會主任委員黎淑瑛,副主任委員陸忠，頒發僑
委會漢字文化節全球化創意大賽華文小劇場入選
複賽獎狀給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林義平校長。
今年正逢國父誕辰150周年，在典禮前結束，主辦
單位更精心播放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片，讓與會
僑胞從國父孫中山先生事蹟了解他為國為民的貢
獻。茶會由中華保健中心為大家精心準備可口餐
點,與會人士好好享用,大家度過有意義的新年第一
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僑教中心主任莊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於元旦升旗典禮代表僑委會頒發僑界舉辦抗戰紀念活動雅淑於元旦升旗典禮代表僑委會頒發僑界舉辦抗戰紀念活動
以及雙十國慶有功單位以及雙十國慶有功單位((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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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健康网）终于盼到了国庆长假，可大家都

说“每逢佳节胖三斤”，这“胖三斤”除了对“小胖墩”

们是过不去的“坎”，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而言更是雪

上加霜。要问为何？一项发表于 2014年美国心脏协

会高血压研究科学年会的研究显示，在健康人当

中，体重仅仅增加五磅（约 2.27千克）就可导致血压

上升，这对于每天致力于控制和降低血压的高血压

患者来说，体重的增长无疑是个自动“升压阀”。

肚子脂肪高

易令血压跟着升高
“我们发现，腹部内脏脂肪———也就是肚子里

的脂肪———的增加与血压增高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该项研究的第一作者，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的研究员奈马·科瓦辛（Naima Cov-

assin）博士说：“我们的研究认为，容易因腹部脂肪堆

积而增加体重的人也容易血压升高。”

在研究刚开始时，研究人员对 16名正常体重

的受试者进行了 24小时血压监控。在接下来的 8

周内，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每天多吃 400至 1200

卡路里的食物，以使他们的体重增加约 5%（“增肥”

食物中有冰淇林奶昔、巧克力棒和功能饮料可供选

择）。8周之后，研究者再次对他们进行了 24小时血

压监控。实验结果与另外 10名正常体重的健康人

进行对比，这 10人的体重在研究期间保持不变。

研究结果发现，尽管 5~11磅的体重增长并没

有显著影响受试者的胆固醇、胰岛素和血糖水平，

但却对他们的血压造成了影响：体重增加组的收缩

压平均从 114毫米汞柱上升到了 118毫米汞柱。而

腹部脂肪增加多的人，血压上升也更多。

该研究涉及了 18~48岁的健康人群。科瓦辛博

士说，进一步的研究将分析是否能在其他年龄人

群、具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以及其他情况中发现

类似的效应。

高血压如何降压

首要控制体重
综上所述，高血压要降压，首先就需要管住嘴

巴，控制体重过度增长。

肥胖型高血压患者减轻体重时主要是降低每

日热量的摄入，辅以适当的运动，同时限制钠的摄

入，可使降压效果更为明显。对于肥胖型高血压者

来说，减轻体重是自然疗法中降压效果最明显的方

法。

超过标准体重 30%的轻度肥胖者，不必过分

严格限制，重点在避免额外食物的摄入，如点心、糖

果及含糖饮料等，同时增加体力活动，保持每月减

轻体重 500-1000克，直到恢复正常标准体重。超过

标准体重 30%-50%的中度肥胖者，应严格限制饮

食，尽量采用低热量食物，还要大大减少食量。

减肥可以从每日减少主食 100-150 克开始，

食量大者可以从每日减 150-200克开始，以后再根

据体重和其他反应进行调整。节食糖果、肥肉以及

油脂多的干果等，多吃蔬菜和水果等低热量食物，

既可减轻饥饿感，又能供给充足的矿物质和维生

素。减少主食量时，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以

增加热量消耗，提高减重效果。控制饮食要长期坚

持，否则体重会很快恢复到原有水平，甚至更加肥

胖。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预防

（搜狐健康）随着现代人饮食结构不合理和饮

酒增多、运动缺乏、长期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滋

生，脂肪肝发病率持续上升，我国发达地区脂肪肝

发病率在 20年间已从 10%骤然提升至 30%。并且

脂肪肝患者三高（高血脂、高血压以及高血糖）患病

率明显高于常人。更可怕的是，脂肪肝如不及时治

疗，可能会缩短寿命 4-10年。然而脂肪肝在早期是

可逆的，也就是说，通过健康饮食，积极运动，配合

合理的药物干预可使肝脏恢复健康。

但在现实生活中，脂肪肝及其危害却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通过体检了解到自己患有脂肪肝后，

很大一部分患者仍然因为没有明显症状，或者仅有

疲乏感，对工作、生活影响不明显，所以听之任之，

不采取积极措施。有些患者希望通过清淡饮食和增

强体育锻炼来改善脂肪肝，却苦于难以坚持，始终

未能如愿。还有部分病人误认为只有转氨酶的水平

升高，才需要采取手段治疗脂肪肝。

对此，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张玮教授

提醒："决不能因为轻度脂肪肝没有明显症状就掉

以轻心。因为如果不及时干预，脂肪肝会加重，

25-30%的患者经过 20-40年的演变会变成肝硬化

患者，将严重影响生存质量。另外，脂肪肝是代谢综

合征中的一员，脂肪代谢紊乱日久，会造成糖代谢、

嘌呤代谢的 紊

乱，导致合并高

脂血症、高尿酸

血症，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也日益增加。

同时脂肪肝又是

可逆的，改变一

下生活方式，管

住您的嘴，迈开

您的腿，必要时

在医生指导下配

合药物治疗，将

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专家提及

脂肪肝诊疗指南

中也建议，根据

疾病活动度和病

程、药物效用和

价格，合理选用

多烯磷脂酰 胆

碱、水飞蓟 素

(宾)、甘草酸制剂、双环醇、维生素 E等中西医药物，

疗程通常需要 6~12

个月以上。

为了呼吁社会各

界正确认识脂肪肝、

科学治疗脂肪肝，由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

会办公室指导，上海

市健康促进协会组

织，赛诺菲中国支持

的 "一起行动，摆脱

脂肪肝 "项目正式启

动，上海市健康促进

协会副会长李光耀先

生、张玮教授以及赛

诺菲中国健康药业部

总经理贾思德与来自

媒体、医生、白领人士

的抗脂肪肝先锋们共

同签署了《一起行动，

摆脱脂肪肝》倡议书，

呼吁社会各界：一起

行动，健康生活，合理

用药，摆脱脂肪肝。

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副会长李光耀表示，脂肪

肝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一种都市常见病，主要

还是由不健康生活方式所导致。正值全国爱肝日之

际，我们号召医务工作者、健康促进工作者、媒体工

作者，作为率先实践健康生活方式并传递爱肝、护

肝健康科普信息的重要群体，身体力行远离脂肪

肝、摆脱脂肪肝的健康自我管理方法，为公众提升

认知，真正做到健康生活、合理用药，科学规范治疗

脂肪肝树立榜样和信心。

"一起行动，摆脱脂肪肝 "项目得到了多方的

大力支持。作为项目唯一的医药健康企业支持方，

赛诺菲中国健康药业部总经理贾思德表示："作为

一家全球的多元化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一直致力

于提升公众对脂肪肝的认识，以及为脂肪肝患者提

供最佳治疗方案。这次，我们非常荣幸支持上海市

健康促进协会开展脂肪肝防治的公益活动，使更多

人正确认识和治疗脂肪肝，避免更严重的肝脏损

害。同时，我也很高兴和各位分享，作为国家唯一批

准的 OTC类护肝药，易善复计划今年在药店渠道

全面上市。在过去的 50多年里，易善复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获得广大医生和患者的认可，我们也希望通

过中国更广泛的药店渠道，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择

药途径。"

脂肪肝可引起代谢综合征

控制体重 控制血压

導語：你是否經常會聽到別人這樣
告訴你，我的體重會比這個輕一些
啦，這裡包含了我的新陳代謝！相信
你聽到這句話時，一定是會心一笑。
但是這會事真的嗎？新陳代謝會對我們的瘦身計劃也造成影
響嗎？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加速新陳代謝呢？答案當然是
YES！這就來告訴你一些經過醫生證明切實可行的新陳代謝加
速劑啦。

1、堅持鍛煉
定期做有氧運動會在短期內加速卡路裡的燃燒，定期做一

些重量訓練可以讓你增長一些漂亮的肌肉，從長遠來看，這
樣做確實可以加快你的新陳代謝。因為肌肉會比脂肪燃燒更
多的卡路裡，以1磅肌肉為例，它每天可以燃燒掉的卡路裡幾
乎是脂肪的18倍。

2、檢查一下自己的甲狀腺
在我們當中，可能有一小部分低於正常狀態新陳代謝的問

題是來自於甲狀腺，這種狀況通常是會遺傳的。如果你的新
陳代謝無法維持在一個正常狀態，最好去請教一下醫生，給
自己做一個甲狀腺方面的檢查吧。

3、吃些紅辣椒
選擇辣椒和高蛋白零食，倒不如讓辣椒和碳水化合物一起

給你的新陳代謝產生推動力。事實上，所有的食物都會對你
的新陳代謝產生一小點推動力，但辣椒顯然更快。給自己的
食譜中加點辣椒，因為它的速度大概是半小時。綠茶中含有
兒茶素，這種化學物質同樣可以加速你的新陳代謝，原理和
辣椒是一樣的。

4、少食多餐更健康
每天吃小量的5餐，對新陳代謝的推動作用顯然是益於每天

吃2--3頓大餐的。在每頓大餐之間的等候時間，新陳代謝自

然會變慢，因為你
的身體必須保證你
體內有每日所需的

足夠的卡路裡。
5、不要讓你的飲食習慣來回變動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了，將非常容易變胖。如果你會時不時

地讓自己減減肥，那麼在減肥期間你的新陳代謝自然會變
慢。如果停止減肥後，你並沒有保持健康的飲食習慣，而新
陳代謝也依然停止在你減肥期間的狀態，後果自然可想而知
了。所以，不要來回變換你的飲食習慣，因為你的新陳代謝
會跟著你的體重一起變化！

6、你需要準備好，新陳代謝確實會變慢一點點……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新陳代謝的趨勢確實會變慢那麼一

點點。你需要有這樣的準備，在40歲之後，新陳代謝的速度
會以每10年下降5%的變化，逐漸變慢。

7、你的要求應該是合理的
對於新陳代謝而言，遺傳也在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它決

定了你身體機能的快或慢。當然，最終呈現的狀態一定是合
理的。所以，不要期望自己會有非常大的變化，一切都是由
身體本身的狀態決定的。

8、保持一個健康的體重狀態
你是否曾經有過這樣的疑惑，為什麼在瘦身的最初那幾個

星期甚至幾個月中，減重都相對容易的多。這是因為較重的
人有較快的新陳代謝。所以，對於擁有一個健康的，適度的
體重和一個較慢的，適度的心率來維持正常新陳代謝的方
式，顯然優於增加體重，讓你的數字上上下下來加快新陳代
謝這種並不被推崇，事實上也並不健康的方式。

導語：劉海是多麼重要的東西，想要減齡想要裝
嫩，考慮考慮打打劉海的主意！

如果想突出Cool中帶點迷離的氣質，將劉海修剪到
眉毛下眼瞼的上方一點；如果想讓自己看上去精靈可
愛可以將劉海修剪在額頭中部眉毛上方的位置，但這
個位置風險很大，沒有那種氣質的人很容易看上去有
點 「傻」。

齊劉海並不祇屬於小年輕，當你35歲以後覺得額頭
的皺紋並不雅觀，可以考慮齊劉海的造型，祇要在修
剪時不要剪得過於線條感和厚重，輕薄一層的齊劉海
會讓你看上去更加年輕。

如果不想剪劉海，也可以戴假劉海。與自己髮色相
同，自然黑與深棕色都是不錯的選擇，試帶時要分別
站在燈光和戶外的自然光下，觀察髮色是否自然統
一。佩戴前，先根據你的臉形適當修剪，眉毛下，眼
皮上是最流行長度，更百搭所有臉型。

TOP1：齊劉海
能很好修飾臉型，是減齡髮型的首選。對於長臉、

寬額頭或者額頭有皺紋的女孩來說，齊流海能在視覺
上縮短你的臉型，避免年齡感。不過， 「國」字臉女
孩則要對它避而遠之了，因為它會讓你的下頜顯得更
加寬厚。

TOP2：偏分劉海
相比齊劉海來說，側分的劉海則能更加自然地帶給

你成熟的年輕感，它通常適合各種臉型和氣質，絕對

百搭，偶爾垂落下來的幾縷髮絲更能增添優雅韻味。
TOP3：超短劉海
超短劉海與是齊劉海的變身版，無論是圓臉還是長

臉都適合，而且，相對於偏分劉海而言，它更加具有
減齡效果。因為，一直被稱為 「萬人迷 「的斜劉海會
暴露過高的髮際線，增加縱向的線條，會讓長臉型女
生增加成熟感。

TIPS：不同臉型的減齡劉海速配
1、蛋形臉：這種臉形適合各種劉海，你可以剪成不

對稱式劉海，劉海長度可在眉毛上方或靠近髮際線，
增添年輕的俏麗感。改良後的髮束式長劉海即可斜分
也可梳齊，同樣適合蛋形臉

2、椎子臉：瘦尖型的臉剪厚劉海會顯得比較可愛；
有效緩解臉部稜角，令臉型更加溫柔和諧。

3、長形臉：保留額前的劉海，並把它們修剪出漂亮
的形狀，以縮短你臉形的長度。較大量的髮束式劉海
最適合顯得青春且突出個性。

4、圓形臉：圓臉 MM 最適合短小精幹的髮型，盡
量不要留過齊和厚重的，這樣會從視覺上壓縮你臉的
寬度。

5、方形臉：最好選擇長度到下頜的髮型，並且髮型
外觀要有柔和的曲線弧度，而不對稱或是中分的長劉
海可以拉長和柔和臉部線條，增強臉部圓潤感與親和
力讓你的臉形像瓜子臉一樣小巧。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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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妙招八妙招排毒
瘦身享瘦身享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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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驀
然回首，2016猴年新春將至。華盛頓中國西北
同鄉會攜西北藝術團、華盛頓秦腔社、大華府
太極友社、西北體育社、大華府（西北）威風
鑼鼓隊、西北攝影友社、西北青年聯盟等旗下
社團，將為華府西北鄉親再次獻上一場極具西
北地方特色的美食聚餐暨迎春文藝晚會（又稱
“西北春晚”）。
時間：1月16日星期六（馬丁.路德金長週末）
下午5：30至9：30。
地點：馬州蒙郡“卡賓·約翰”中學（Cabin
John Middle School），和去年是同一場地。
地址是：10701 Gainsborough Road, Potomac,
Maryland 20854。

西北同鄉會誠邀所有曾經在中國西北五省
區（即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生活
、學習、工作過的西北鄉親及西北同鄉會旗下
社團（大華府太極友社、西北藝術團、華盛頓
秦腔社、西北體育社、大華府西北威風鑼鼓隊
、西北攝影友社）成員參加西北春晚。歡迎大
華府地區西北籍兄弟社團（同鄉會、校友會）
以集體名義參加，可在會場懸掛各自會旗。非

西北籍人士、非西北社團成員須由西北親友邀
請並代為註冊方可參加。
參加西北春晚需網上或電話報名。網上報名：
www.ncaagw.org； 電 話 報 名 ： 喬 楠
（301-906-8028）、周剛（301-288-1338）)
、孫宏 (240-205-9826)。
收費：13-64歲收$10，6-12歲及65歲以上收
$5，5歲以下免費，入場時交費。

提醒各位鄉親及旗下社團會員：由於場地
容量有限，西北春晚報名限定為400人，報滿
即截止。報名請從速！

西北春晚上的大聚餐以食物種類豐盛、西
北特色濃厚而聞名于大華府華裔社區。今年的
菜單上，西北地方美食及中餐精品主要有：西
北涼皮（前蘭州小館老闆周玉蘭調製配料）、
西北涼粉、西北涼菜、陝西肉夾饃、西北羊肉
、西北醬牛肉、紅燒小排、蘭州苦豆子餅、陝
西鍋盔、包子、餃子、炒麵等。西北同鄉會呼
籲熱心鄉親為西北春晚做義工，積極參與食品
制做或現場取餐服務。願意幫忙者，請聯繫劉
玉紅秘書長（703-798-4497）。

風雨無心催歲月，飛雪有意再迎春。秉承
多年傳統，2016 猴年西北春晚仍將由華
府西北籍知名導演譚穎女士（西北同鄉
會副會長、西北藝術團團長）擔任總導
演。晚會幾乎全部節目由西北藝術團和
華盛頓秦腔社擔綱，而其中絕大多數節
目又來自西北藝術團。節目內容涵蓋舞
蹈、獨唱、合唱、小品、時裝秀等藝術
形式，更有陝北民歌、秦腔、新疆舞等
西北地方特色文藝節目貫穿其中。譚穎
導演透露今年西北春晚節目特點：西北
風情濃郁，思鄉情深。小品俏皮幽默，
是新人表演，但不輸“老江湖”。音樂

小品《忘憂草》將展現西北遊子歸
家途中的溫情瞬間；小品《秀才娘
子》將令你笑出皺紋；西北藝術團
合唱隊的《縴夫的愛》，看十幾個
霸氣縴夫爭搶一個俏麗妹妹的愛；
秦腔小品獨具特色，幽默詼諧中展
現西北地方古老的戲曲藝術。簡而
言之，西北春晚文藝表演值得期待
！西北春晚也將為西北子弟提供少
兒才藝表演舞臺。願登臺表演者，
請 提 前 聯 繫 總 導 演 譚 穎
（703-298-4298）。

今年的西北春晚截至發稿時已
收到很多商家贊助。來自西北理事
和鄉親中的商家有：孫波（AIG 華
盛頓分公司，301-792-4358）、穆
愛 平 （ 愛 平 房 地 產 投 資 諮 詢 ，
443-996-1602）、吳志楠（北京號
碼 生 活 網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G
PLUS TECHNOLOGY CORPO-
RATION， 301-857-1688） ； 其
它 贊 助 商 有 ： Horseshoe Casino
Baltimore，美京華人活動中心健康
服務部，大中華超市，Jing Fan &
Luis Urbina - HSBC - banking and
mortgage（571-224-7708）。西北
春晚歡迎更多商家前來作商務宣傳
並贊助晚會（可贊助現金或抽獎禮
品 ） ， 有 意 者 請 聯 繫 穆 愛 平
（443-996-1602）、景孝堂（412-425-2020
）。

西北春晚需要多名義工為西北鄉親提供義
務服務。願意當義工做奉獻，請聯繫周剛副會
長（301-288-1338。

想瞭解有關西北同鄉會、西北春晚以及其
它有關西北的資訊，可直接聯繫雷曉春會長
（571-437-2962,sabrina_lei@yahoo.com）。
(華盛頓中國西北同鄉會供稿；撰文：喬楠；
海報設計：徐洪慶；攝影：孫宏)

2016猴年“西北春晚”1月16日馬州卡賓.約翰中學上演

西北春晚（2015）取餐場面

人氣超旺的西北春晚（2015）聚餐場面 西北藝術團男聲小合唱隊（西北“紅歌隊“）
表演陝北民歌（2015西北春晚）

新疆舞是西北春晚的保留“壓軸“節目（2015西北春晚）0101B10
【本報訊】大華府地區華語節目家在華府已於十二月下旬，推
出新一季節目．打頭陣的是曾兩度獲得大華府地區明日之星律
師殊榮的詹久誼律師。她特別為很多華人所關心的兩大主題
EB5投資和藥品糾紛所可能衍生的一些法律問題，提供深入淺
出的分析，並在不用當事人真實姓名下，分享她所曾經手一些
真實案例。其中有些和新聞報導中，投資人或病患吃虧上當的
情形，幾乎如出一轍，值得大家作為借鏡。

此外本季節目尚包括梁旭華老師以她最擅長的拉美文學為
題材，帶領觀眾一起神遊那充滿魔幻的拉丁美洲。還有，本節
目的常客投資理財專家莊嘉煊先生也帶來他最精譬的股市分析
。大華府亞太裔骨髓連絡網的創辦人王阮笑雅女士也在節目中
細述她當年如何因為侄子的白血病而毅然決然地用個人的力量
一手創建這個骨髓連絡網。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華府及全球華語文文學界中都享盛名
的韓秀老師，用了兩集的時間，給大家介紹玉在中國文化中的
重要性，她也帶來個人私藏的珍玩，向觀眾展示了不同朝代的
玉器的形式及製作，及其歷史源由和影響，對中國玉器有興趣
的朋友，可千萬不能錯過。

家在華府華語節目目前在馬州蒙郡二十一頻道每週三下午
五點半到六點半及每週日晚間十一點到十二點播出。維卅費郡
第三十頻道則是每周一、三、五晚上、七點及週六早上、八點
播出。歡迎大家準時收看。如果您有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或希
望我們能夠探討哪方面相關議題，歡迎來電提供相關訊息 請電
趙惠普301一5386585或許翠蘭3019056589王阮笑雅女士在生命之宴晚會 詹久誼律師 製作人趙惠普和主持人許翠蘭

"家在華府"推出新一季節目
馬州蒙郡第二十一頻道 維卅費郡第三十頻道 歡迎大家準時收看
EB5投資和藥品糾紛﹑拉美文學﹑股市分析﹑骨髓連絡網﹑中國玉器

【本報訊】
為慶祝2016
年的來臨，
大華府台客
幫訂於2016
年 1 月 9 日
下 午 12:30
–5:30 假華
府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舉
辦卡 拉 OK
比賽，為了
鼓勵參賽的
選手，主辦
單位除了準
備了豐富的
獎品和獎金
，另外也製
作獎盃給得
名的人當紀念，所以希望有興趣的人踴躍報名
，另外，比賽完後剩下的時間也開放給現場想
唱歌的人盡情歡唱另外也讓參加的聽眾可以現
場歡唱，現場也準備了飲料餐點，本次比賽開
放給所有喜歡唱歌和交朋友的人參加，報名截
止日期為2016年1月2日，想來參加的朋友們

可連絡 Johnny Shih 報名。電話:2024681203(請
留 言)， e-mail:Johnny681203@Gmail.com， 或
請直接填寫報名表，要比賽的選手們請加填另
一個參賽報名表。
報名表網址:https://goo.gl/SGQKI2
參賽選手報名表網址:
http://goo.gl/forms/mQwHQ1vl4K

大華府台客幫舉辦卡拉OK比賽

【本報訊】龍山吟社將於 3/20/2016(星期日)
舉辦國際詩人聯吟大會，該會提供國外來賓
兩天一夜的食宿招待，週六招待在台北近郊
參觀名勝並享用道地的台灣美食。有意參加
者必須事先報名，提供中英文姓名，電郵，
電話，以及住址等相關資料，以便該社寄發
邀請帖並安排食宿。
此外，龍山吟社亦向［華府詩友社］邀稿：
題目：寶島采風----(詠花)
七律平聲韻任選，花的品種不限，任挑一種(
外賓不參加比賽，為擬作)，會後將印成書，
歡迎投稿共襄盛舉！（詳情請上網：http://

0211.weebly.com/）（詩稿請於一月25日以前
寄給該社社長張錦雲女士：pupu0211@yahoo.
com.tw）

華府詩友社1月10日海珍樓舉行
新年聚餐&社員大會

【本報訊】華府詩友社訂於2016年1月10日
，星期日11:30AM在海珍樓舉行新年聚餐(每
人$16.00)，同時討論社務，包括是否加一位
幹事以及社務人員的選舉等問題。社務會議
後，如有時間，我們有兩位社友:周涓與許翼
雲，願意討論古人詩詞後面的注釋是否有商

榷的餘地，討論長短看時間調節。
歡迎各位社員及社友踴躍參加，有意者

，請在 1 月 7 日前向夏曙芳 301-916-6179，
或許翼雲 301-838-8546 報名。(海珍樓只能
容40-44位，座滿就只能坐在外間散座)

台北龍山吟社來函詩友社
邀請海外詩友們參加詩人聯吟大會並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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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春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開課時間：1/16-5/7/ 2016

星期四 2016年1月7日 Thursday, January. 7, 2016

韓國女團感謝歌迷支援
翻唱《愛我別走》

布蘭妮遭遇舞臺機械故障
卡在道具邊緣

"神探夏洛克"中文線索難倒粉絲
谷歌翻譯幹的

近日，韓國人氣女團FIESTAR現身北

京糖果星光現場舉辦首唱會，完成了與中

國粉絲的“首次約會”。她們現場演繹了

張震岳的《愛我別走》，感謝歌迷支援。

韓國女子組合FIESTAR成立於2012年

，由曹璐(中國)、金珍熙、林敏智、金惠美

、李藝智五位成員組成，憑藉單曲《Vista

》出道。此次中國行是FIESTAR首次集體

登上中國的舞臺，她們以出道曲目《Vista

》拉開首唱會帷幕，隨後的互動環節又邀

請粉絲上臺做遊戲。而首唱會最大的驚喜

還不止於此。“昨天在機場歌迷朋友送各

種各樣的禮物給我們，所以今天我們要用

兩首中文歌回饋大家。”為此，四名韓國

團員特別向中國成員曹璐“拜師”，在過

去兩個月裏一直苦練中文，現場不僅演唱

了中文版的《One More》，還翻唱了張震

岳的《愛我別走》，讓粉絲們大感驚喜。

當中國電影都在討論IP的時候，早

在19世紀，英國就出現一個超級大IP：

夏洛克· 福爾摩斯。

昨天，從來不看足球的白領小蘇，

卻跟歐冠聯賽時期的男人一樣，睜眼熬

夜到了淩晨5點，之前還花了兩個小時

來研究怎麼用代理看 BBC 直播(目前

BBC iPlayer只對英國IP開放)。因為兩年

沒更新的熱門英劇《神探夏洛克》，昨

天以特別篇《可惡的新娘》形式在英國

BBC電視臺播出了，8個小時的時差，也

難以撲滅中國粉絲的熱情。早上7點多

，豆瓣上已經出現了第一篇關於《神探

夏洛克》的中文長篇影評。

《神探夏洛克》原是以21世紀為背

景展開的，但特別篇又讓夏洛克和華生

，穿越回了原著中維多利亞時代的19世

紀探案。英國媒體看得很嗨，《衛報》

在標題中連用“快節奏、有趣、亮眼、

棒極了”四個褒獎詞稱讚演員演技好、

故事強，稱它是2016年電視劇的巔峰水

準。《每日郵報》倒是潑了冷水，稱本

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得到了表演這位維多

利亞時期大偵探的好機會，但是(他演

的)夏洛克· 福爾摩斯失去了立場，“自

我放縱”的結果，可能會影響這部英劇

的好名聲。

但這無法阻擋《神探夏洛克》前進

的步伐，1月4日，特別篇就將以大電影

的形式在中國公映，成為中國內地引進

的第一部英美劇衍生電影，《X檔案》

《慾望都市》都沒有享受過這個待遇。

此版不僅一分未刪，還額外增加了5分

鐘的貝克街221探訪實錄以及片尾20分

鐘的花絮。杭州星際影城等本地電影院

甚至開放了今天24點的首映場預售。

不過，還沒等上映，中國粉絲就先

被《神探夏洛克》裏出現的五個漢字

“馬蹄內翻足”弄蒙了。

BBC出品的英劇《神探夏洛克》，

自2010年推出以來，只出過三季，共9

集電視劇，但在中國視頻網站上獲得了

近億次的點擊量。為回報粉絲，BBC決

定在第四季之前，先出一個電影特別篇

。去年11月底，編劇莫法特曾向外透露

，“大電影將是個改編自柯南道爾原著

的全新故事，我們照例埋下了很多彩蛋

和線索，其中有一個線索只有會中文的

觀眾才能懂。”

現在中國粉絲終於等來了這條專屬

線索。戲份有7秒，在電影開始後13分

38秒出現，至13分45秒結束。但當它出

現的時候，中國粉絲完全蒙了，線索由

五個漢字組成：“馬蹄內翻足”，每個

字都認識，但還是無法理解。

“馬蹄內翻足”，字面上看，這是一

種新生兒足部發育性畸形病，但誰會把

病名拿來當招牌呢？包治百病的江湖郎

中也不會這樣幹。何況，這個招牌挂在

了一家門簾和燈籠都是曖昧的紅色、疑

似煙花之地的門口。

網友們腦洞大開後，發現“馬蹄內

翻足”，用谷歌翻譯後，會得到一個英

文單詞“club-foot”。這個詞，在英國作

家柯南· 道爾所寫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中也是有出處的，來源於《回憶錄》

中《馬斯格雷夫典禮》章節的開頭：

“這是塔爾頓兇殺案報告，這是范貝裏

酒商案，俄國老婦曆險案，還有鋁制拐

杖奇案，以及‘club-foot’的利克裏特和

他可惡的妻子的案件。”

而在中國，“club-foot”從字面上看

，還有另一種翻譯——洗腳城。是不是

聯想到了，城市小巷裏光線灰暗、氣氛

曖昧，服務員衣著暴露的按摩足浴店？

也許，編劇本想通過“按摩足浴店

”暗示“出軌”，但不巧被谷歌翻譯坑

了。當然，也可能是編劇用心良苦。

儘管大部分的中國粉絲，都表示自

己無法理解這個編劇故意留給他們的

“馬蹄內翻足”。但是截止到昨晚9時

，豆瓣上有67.6%的網友給出了滿分5星

，評論的關鍵詞也是“讚”——“嚴肅

的主題讚”“現代古代來回改編的地方

都很讚”，似乎中國觀眾對“卷福”本

次回歸相當滿意。雖然大家看的都是無

字幕的英文版本，連生活在英國的中國

人都表示只能看懂70%，因為夏洛克說

話的語速實在是太快了，“好多讓英國

人笑的單詞，媽媽我真的聽都沒聽懂

……”一位網友感嘆說：“大概只有英

語十八級才能看懂吧。”

為什麼BBC版本的《神探夏洛克》

那麼火？網路上有各種分析貼，比如，

設定於現代的故事背景相當討巧，比起

19世紀的霧都倫敦，更讓人有代入感，

夏洛克破案用到的手機、網路、GPS等

高科技，也更貼近當下觀眾的生活。劇

組也相當“走心”，將電視劇當成電影

拍。比如，第三季第二集華生結婚的場

景，用到了《駭客帝國》中採用的單眼

環繞技術，雖然這一片段只出現了幾十

秒，但足足擺設了一圈單眼，最後通過

拼接同一時間所有重要角色的照片，來

給觀眾身臨其境的立體感。這張劇組架

了一圈相機的照片，也在微博上大火一

把，讓中國粉絲們直稱夠土豪：“這劇

組為了效果什麼都做得出來！”

是的，《神探夏洛克》這部特別篇

，早在去年1月就已經拍攝完畢，但後

期的特效製作又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因

為要準確還原一百多年前維多利亞時代

真實的倫敦環境，還是需要依靠大量手

繪特技支援，為了達到最佳觀感，他們

在製作時的經費一度超出預算。

其實，對於中國粉絲來說，只要一

個理由就夠了，那就是“夏洛克太帥了

！”《神探夏洛克》的福爾摩斯從原著

中略為老氣橫秋的設定，搖身一變為英

俊智慧的年輕人，既能風度翩翩地能拉

起小提琴，又能一臉傲嬌地自大，同時

對周圍的人不失溫情，偶爾還和華生一

起賣個“腐”……

這樣性格飽滿、萌點多的夏洛克，

不僅讓BBC在全球大賺了一把，連帶夏

洛克的扮演者——英國演員“卷福”本

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都火了。

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在飾演夏洛

克之後，片約不斷。除了《霍比特人》

裏那條多嘴的龍，還演了電影《梵谷：

畫語人生》中的天才畫家梵谷，以及

《模倣遊戲》中的科學家艾倫· 圖靈。

是不是有點奇怪，為什麼大家都喜

歡找康伯巴奇演天才呢？除了臉夠長，

夠特立獨行，大概是因為他具有基因突

變導致的“虹膜異色症”，眼仁有藍、

綠、金三種顏色，會隨著光線的變化而

變化。這讓別人看起來，不僅深邃，還

平添了一種變化莫測感。

日前，美國歌星“小甜甜”布

蘭妮在拉斯維加斯演出，突然遭遇

舞臺機械故障，整個人被困在大樹

道具上下不來，但她仍堅持演出。

布蘭妮在拉斯維加斯演出，

狀況發生時，她正站在離地約四

五米高的道具樹上，原本應該壹

邊演唱個人名曲《Toxic》，壹

邊飛起來越過觀眾，卻發現鋼絲

機械臨時出了問題，導致她困在

大樹邊緣動彈不得，只能站在原

地，尷尬地繼續跟著音樂扭腰擺

臀，直到工作人員從後方沖過來

幫忙解開繩索，她才匆匆從大樹

背後的樓梯走下去，回到下方舞

臺接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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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獎
《羅生門》主唱：麥浚龍、謝安琪
《眼淚的秘密》主唱：吳若希
《無條件》主唱：陳奕迅
《你最重要》主唱：李克勤
《這麼近那麼遠》主唱：容祖兒
《逾越生死》主唱：C AllStar
《找對的人》主唱：張敬軒
《百年不合》主唱：周柏豪
《回眸一笑》主唱：陳柏宇
《仁至義盡》主唱：許廷鏗
《安徒生的錯》主唱：林奕匡
最優秀流行歌手大獎
男歌手：陳奕迅
女歌手：容祖兒
銷量歌手大獎
男歌手：陳奕迅
女歌手：容祖兒
組合：C AllStar
全國最佳中文歌曲獎
《一個人》主唱：韓紅
全國最佳歌手獎
男歌手：張敬軒
女歌手：田馥甄
組合：Robynn & Kendy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
《羅生門》主唱：麥浚龍、謝安琪
優秀流行歌手大獎
李克勤、容祖兒、陳奕迅、張敬軒、謝安琪、周
柏豪、王菀之、C AllStar、陳柏宇、許廷鏗
優秀流行國語歌曲獎
金獎：《小幸運》主唱：田馥甄
銀獎：《跟着眼淚轉彎》主唱：謝安琪
銅獎：《我是樂隊》主唱：RubberBand
最有前途新人獎
金獎：吳業坤
銀獎：陳凱彤
銅獎：Jude
優異獎：陳詩欣、黎曉陽、鍾舒祺
全年最佳進步獎
金獎：馮允謙
銀獎：洪卓立
銅獎：鄭俊弘
CASH最佳創作歌手獎
王菀之
全年最佳樂隊組合獎
金獎：Supper Moment、RubberBand
銀獎：Dear Jane
銅獎：C AllStar
金針獎
鍾鎮濤
名人堂
林子祥

■■右起右起：：陳柏宇陳柏宇、、許廷鏗許廷鏗、、謝安琪謝安琪、、張敬軒張敬軒、、容祖兒容祖兒、、C AllStarC AllStar、、王菀之及周柏豪領取王菀之及周柏豪領取““優秀流行歌手優秀流行歌手
大獎大獎”。”。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吳業坤吳業坤66日再奪新人金獎日再奪新人金獎。。

■■杜麗莎帶領一眾歌手大合唱開場杜麗莎帶領一眾歌手大合唱開場。。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R＆＆KK奪得全國最佳組合獎一度哽咽奪得全國最佳組合獎一度哽咽。。

■■鍾鎮濤牽愛女出場鍾鎮濤牽愛女出場。。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內地歌手韓紅赴港演出內地歌手韓紅赴港演出。。

■■腳踏腳踏77吋高跟吋高跟
鞋的謝安琪需挽鞋的謝安琪需挽
着許廷鏗走路着許廷鏗走路。。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為嘉許對香港樂壇有長遠而具體貢獻的音樂
人，榮獲今年最高榮譽“金針獎”的歌手是

鍾鎮濤（阿B )，音樂會上阿B更獻唱多首首本名
曲；而表揚歌手對本地樂壇的貢獻及成就，對推
動整個香港中文樂壇發展有不可磨滅影響的“名
人堂”，今年得主是加入樂壇有40年的殿堂級歌
手林子祥。

音樂會由杜麗莎率領一眾後輩歌手鄭欣宜、
胡琳、狄易達、馮允謙等唱出《光榮》、《I be-
lieve I can fly》，穿上紅色低胸裝的欣宜，唱至激
動位時胸前十分動盪，而着tube dress短裙的胡琳
則十分性感。

“Barcode勤”再被抽水
大會率先公佈本年度十位優秀流行歌手大

獎，分別是陳奕迅、容祖兒、李克勤、謝安琪
（Kay）、張敬軒、王菀之、許廷鏗、周柏豪、陳
柏宇及C AllStar。當一眾得獎歌手出台繞場一周
時，身穿透視拖尾長裙腳踏七吋高跟鞋的阿Kay，
險被裙襬絆倒，幸得身旁的許廷鏗及陳柏宇出手
相助。
今年大會共頒發十一首金曲獎，當中李克勤

憑《你最重要》奪得金曲獎之一，早前因行李箱
貼滿Barcode搞到不見行李，更被網民稱為“Bar-
code勤”的李克勤，因返內地錄影歌唱節目而缺
席，三位司儀曾志豪、羅啟新及黃冠斌亦拿事件
來開玩笑說：“我們會把這個講重新頒回給他，
還會拿個Barcode給他。”同樣缺席的陳奕迅，同
時並成為“銷量歌手大獎男歌手”、女歌手得主
是容祖兒，組合則是C AllStar。

全國最佳歌手獎男歌手是張敬軒、女歌手是
台灣的田馥甄、得獎組合是Robynn & Kendy；其
中田馥甄更憑《小幸運》得“優秀流行國語歌曲
獎”金獎，謝安琪的《跟着眼淚轉彎》就得銀
獎，銅獎是RubberBand的《我是樂隊》。“全國
最佳中文歌曲獎”由韓紅的《一個人》奪得，她

更一手包辦歌、詞及主唱。

Lam當眾笑妻多嘢講
“最有前途新人獎”由近日人氣急升的吳業

坤得金獎，之前在頒獎禮喊到眼鏡起霧的坤哥，
今次得獎淡定得多沒有再哭，並一口氣多謝幾十
人。銀獎及銅獎分別由陳凱彤及Jude奪得，而優
異獎則有三位，分別是鍾舒祺、陳詩欣、黎曉
陽。鍾舒祺講感受時多謝家姐鍾舒漫時，搞笑自
爆家姐幫她洗衣服、洗襪、洗底褲及餵飽她，如
果沒有她自己也占不到在台上，台下的鍾舒漫即
掩嘴不停笑。
“全年最佳進步獎”由男神王宗堯頒獎，

金、銀、銅獎得主分別是馮允謙、洪卓立及鄭俊
弘，宣佈銅獎得主時，台下的鄭俊弘正在飲礦泉
水，當聽到自己的名時竟露出一臉愕然。
鍾鎮濤從好拍檔兼好友譚詠麟上手接過“金

針獎”後，首先多謝溫拿，因為他是溫拿中最小
的一個，大家都忍受他的吊兒郎當。阿倫又大讚
阿B的《就讓一切隨風》是金中金，並為這首歌當
年沒得獎感不憤。阿B就笑說： “這個是最大的
漏網之魚。”

大會安排了葉蒨文(Sally )頒發“名人堂”給老
公阿Lam，台下全場歌手起立，阿Lam笑問Sal-
ly：“你有沒話講，他在家裡好多話說，現在又不
講。”阿Lam續稱之後會唱《千億個夜晚》，他
也是聽訪問才知兒子最鍾意這首歌。

去年樂壇成績“埋單”

容祖容祖兒兒張敬軒成終極大贏家成終極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香港電台《第三十八屆十大中文金曲頒

獎音樂會》6日晚在九展隆重舉行，容祖兒、陳奕迅（Eason）成為大贏家，各得4

個獎，其中Eason雖然缺席依然得到4個獎。祖兒更是12連霸最優秀流行女歌手大

獎。全港4大頒獎禮已經結束，總結成績，祖兒與張敬軒各奪12獎項，成為終極大

贏家，至於謝安琪則奪10獎緊隨其後。

■■林子祥獲林子祥獲
太太葉蒨文太太葉蒨文
頒發頒發““名人名人
堂堂 ”” 之 榮之 榮
耀耀。。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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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演員，在一部戲裡碰上另一個女演員，拍戲的
那幾個月，兩人空檔時常約出去吃飯，慢慢覺得都很了解
對方，不過，彼此沒有擦出愛情的火花，只有純友情。

幾年後，兩人又因為另一部戲遇見，再約出去吃飯碰
面時，突然驚覺彼此跟當年那個認識的人不一樣，是時間

改變了個性嗎？了解後才發現
，原來，當年拍那檔戲時，男
的太入戲，下了戲，仍用戲裡
的角色在過一般生活，而女方
同樣也是，多年後終於回復自
己原來的個性，大笑當年原來
是戲裡的角色，在互當朋友。

演員如此，其實綜藝圈也有
很多靠另一個角色在過真實生
活的人。

一個搞笑短劇綜藝，其中一
個挑大梁的大哥，因為和製作

單位不合先離開了，製作單位先找了另一個大哥替補，
後來因經費不足，接替的大哥也離開了，最後補上的，
是一直在當配角的二二哥，二二哥演慣配角，一時要站
在聚光燈下，沒有自己的獨立個性怎應付大場面？沒多
久後，眼尖的觀眾就發現，二二哥的舉手投足，盡是
之前離開大哥的影子。

之後，二二哥就戴上了之前大哥的面具在過活，就
算到了其他綜藝節目上通告，他過去靦腆的個性完全
不見了，說話、笑哏、動作，都是之前大哥誇張、高
調模樣，其實，他人在不同場域，可以脫掉大哥面具
，用原本的模樣示人，不必再像短劇裡高聲高調，不
過有些藝人除去了模仿的角色之後，真實的一面是平
凡素人，於是，二二哥脫不掉面具，就照著模仿之前
大哥的樣子一路演下去了。

演藝圈裡經常發生這類工作、人生分不清楚的狀況
，尤其是演員，不得不在數月、長年把自己置入一個角
色之中，把能把另一個跟自己無關的人演得活靈活現，
面具脫不下來當然正常。

洪百榕上節目時聊到，最受不了宋達民過去演戲時，
下了戲還把角色帶回家來，演古人角色劉伯溫時，動不
動說話就用白話夾帶古文，還經常比出古人手勢；演皇
帝時，會用皇上的話對她頤指氣使；有一段期間演黑道
大哥，有時不小心飆出髒話，氣得她經常找他大吵。

最近演 「琅琊榜」裡大紅的胡歌，採訪過他的記者也
有同樣感覺。胡歌在戲裡演出麒麟才子，眉宇之間盡是
人生智慧，54集演下來，他已長戴麒麟才子面具，記者
會受訪時，他只要躲在面具後面回答記者問題就夠了，
真實人生裡的個性，根本暫時被他藏到內心一個角落，

而記者想在短時間內，在他的才子面具中找到他原有的個
性，難。

在綜藝圈裡，戴著面具的藝人也不少，也沒有不好。
但若從開場到下了舞台總以真實面具示人，而有觀眾緣，
那更難能可貴，例如喜歡一走進更衣室裡就脫上衣直接露
出胸毛的納豆，記者來訪、女主持人、女化妝師在，他從
不在乎，主持時的風格跟私下聊天完全一個模樣，又例如
Lulu，台上台下一樣愛說話，愛咧嘴大笑，從不掩飾本名
叫 「黃路梓茵」的那一面。

台上台下一個樣，對記者來說容易親近，因為記者在
走進化妝室跟他們聊人生時，心底早認識台上的他們，少
了拆解過程，直接真心相對，好話、批評都可以直來直往
；而面對其他戴了面具的藝人，則需要花長時間才能分辯
藝人這句是真的，還是玩笑，或背後另有所指。

面具之下，
藝人還是藝人？
還是一介素人？

新科金鐘影后朱芷瑩演
出公視人生劇展 「找到」，
全因故事內容讓她回想起因
癌症去世的父親，其中一場
夜間在病床上和父親告解的
戲碼，讓她感受到就像在跟
自己的父親對話，而父親去
世時，她因正在拍戲來不及
見最後一面，因此更加有感
而發。

去年 2 月父親肝癌復發
，朱芷瑩遺憾當時沒選擇讓
父親化療，想依靠生機飲食

治療，沒想到 6 月時父親突
然去世。她也曾希望能捐自
己的肝給父親，但醫生當時
診斷認為尚不需要。

朱芷瑩也很意外 「找到
」導演會讓她演出，因為與
導演見面時，她只講不到10
分鐘的話，其他時間都在哭
，她說，因父親罹癌的事從
未向外人提起，很多話梗在
心裡，與導演談話勾起她很
多回憶。

來不及見最後一面
影后憶亡父淚崩

伊能靜去年與小 10 歲的大陸男星秦
昊再婚，已46歲的她卻不放棄為老公生
兒育女，努力調養身體拚造人。元旦她
在微博分享與家人聚餐的影片，感嘆：
「所有對生命的期許都實現」似乎暗示

已做人成功。
伊能靜去年底就屢傳有孕，她在微

博貼出的照片小腹微凸，散發孕味，伊
能靜卻始終未承認懷孕。跨年當晚她與
兒子小哈利、親友共度，大啖麻辣鍋，
回顧 2015 年自己成了 「秦太太」、兒子
成長成了自己的朋友，言談難掩幸福。

伊能靜雖避開拍攝下半身，但影片
最後響起掌聲，伴隨著小嬰孩的嘻笑聲

，加上她發文寫下： 「這一年，太圓滿
。所有對生命的期許都實現，所有的美
好都成真。」文字曖昧留下不少想像空
間，粉絲更提前祝福她生下漂亮小寶寶
。

伊能靜造人成功？
微博發文： 「期許都實現」

閆
然
《
不
朽
的
時
光
》
明
年
上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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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青年導演閆然的電影作品《不朽的時光》即將公映，
如果將他的前作比喻成涓涓細流，溫潤、靜謐而又暗蓄力量，那麽這部沈甸
甸的史詩味道的時代佳作則如滔滔江水，激蕩而綿長，磅礴而有力。

今天，該片片方再次發布兩款“導演引導”版海報，壹個畫面中，艷陽
高照的沙漠裏，矗立著壹塊流光溢彩的石頭，裏面困著壹只栩栩如生的
蝴蝶，另壹只活著的蝴蝶飛翔在旁邊；另壹個畫面中，導演閆然，神情惆
悵地凝視著眼前被碎開的琥珀，琥珀裏那只蝴蝶似乎要振翅而飛；尤其是海
報廣告語醒目而富有深意：“壹個人要隱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過壹生
呢？記憶的深海裏，有壹個秘密即將要醒來！”

這兩個畫面究竟表達了什麽？石頭代表了什麽？蝴蝶又會有什麽隱喻？
不知道這塊美麗的琥珀在沙漠裏埋藏了多少年？又被展覽了多少年？恰如舒
婷在1981年寫下的詩句：“美麗的夢，留下了美麗的憂傷,人間天上,代代相
傳,但,心真能變成石頭嗎?”

面對上述疑問，導演閆然卻套用印度電影《芭薩提的顏色》中的話，輕聲
地答道：“如果滿腔的熱血，不去沸騰幾回，那血管裏流淌的只能是冰冷的水；如
果電影不懂得探究人世間的興亡，那麽，畫面再美，又能有什麽意義？”

十年前，閆然從壹家中央新聞單位離職，主動請纓擔任了陸川導演電影
《南京！南京！》的文學策劃，自此走上了電影之路。2011年，他的電影
《雲下的日子》與電影《幸存日》接連上映，他本人更是憑借這兩部影片，
入圍第十八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與中國電影導演協會2011年度
表彰大會。2014年主旋律題材電影《鳳凰臺》又登大銀幕，他竟能將壹部
農村非商業題材影片駕馭得清麗而脫俗。如此，歷經壹部部影片的鍛煉,閆
然，漸漸走進了觀眾的視線。

也許，每個導演的心中都埋藏著幾個最渴望傾訴的故事，閆然也不
例外。四年前，正在暢遊廬山之巔的閆然，被牯嶺街的夜色深深吸引，這
個小街的名字讓他想起楊德昌的電影名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而在他
的心中也同樣深藏著壹個講起來會很刺痛的故事。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許多年來，他壹直沒有尋找到
拍攝這部電影的勇氣和激情，直到那個細雨瀝瀝的午夜，他在牯嶺街的
燈火中小飲而醉。五個月後，電影《不朽的時光》的文學劇本便在廬山
跌宕而生。

閆然和我們熟悉的陸川、寧浩、烏爾善相比，雖然差不多是同齡人，但
後者們早已紛紛在國內和國際影壇上，或嶄露頭角，或名聲大振，而他卻剛
剛小心翼翼的推開了電影世界的門，正忐忑地向縱深慢慢走去。閆然說，這
個時代的事，遠的，會被淡忘，近的，卻又無暇以顧，能集中精神做壹件有
意義的事，已經非常不容易。

電影《不朽的時光》揭開了埋藏在許多人心底的壹份美好而又傷悲的記
憶，這記憶不只是屬於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也為日漸冷漠的周遭註入壹
支血性的強心劑，讓時代情感和家國夢想，再次如鮮花般綻放在更多人的心
間。

雖然，本片的誕生之路，曾經滿布荊棘，但好在都已過去，影片即
將要和觀眾真誠見面。閆然期望，每壹位觀看本片的觀眾，都能在影片
中，找尋到某壹個自我的影子，都會有壹種與自己重逢，和自己諒解的
奇妙感覺。”

繼導演郭敬明執導的電

影《爵跡》於平安夜發布

“爵美聖誕頌”視頻後，

2015年12月31日晚，在2016

年新年即將來臨之際，電影

《爵跡》的官方微博又發布

了壹支新年倒“跡”時視頻。

視頻中，導演郭敬明以及影

片主演郭采潔、林允、汪鐸、

嚴屹寬、李治廷、範冰冰、

楊冪、王源、陳學冬、陳偉

霆、吳亦凡，爵跡家族的全

體成員與《爵跡》粉絲們壹

起倒數跨年，迎接新年的鐘

聲，祝福大家2016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而導演郭敬明在聖誕節

開 始 於 微 博 啟 動 連 載 的

“爵跡F”同人漫畫系列，

壹經發布就在粉絲中引起

不小的轟動。在“爵跡F”

漫畫中，麒零、銀塵、特

蕾婭等來自奧汀大陸的主

角們紛紛跨越時空來到現

代，時尚感極強的人物造

型與煥然壹新的背景設定，

帶給讀者們壹種不同於原

著小說的新鮮體驗，也贏

得眾多粉絲們的熱追與喜

愛。有網友發表留言稱“畫

風可愛，人物激萌！”而

更多網友表示在看過“爵

跡F”的漫畫後，便越發期

待電影《爵跡》的早日到

來。據悉，電影《爵跡》

將於2016年暑期上映。

為迎接2016年猴年的到來，將於大

年初壹全國公映的3D奇幻喜劇《西遊

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特意在新年第

壹天發布壹組國畫版海報。“當今繪畫

西遊第壹人”著名畫家李雲中先生以傳

統工筆畫畫風，將電影《三打》所追求

的古典奇幻“西遊新世界”傳神演繹，

生動還原了 “七大神魔”的精氣神。

此外，這組畫作已被中國集郵總公司開

發制成電影《三打》個性化郵票， 於

2016年1月10日與《丙申年》生肖猴票

集結成冊發售，這也是猴年到來之際，

電影送給全國觀眾的壹份新年禮物。

此次曝光的國畫版海報，首次將古

典國畫與電影海報進行了跨界組合。

《三打》著力打造的古典奇幻“西遊新

世界”在海報中又壹次得以集中體現。

有“當今繪畫西遊第壹人”之稱的畫家

李雲中，其繪畫風格源於唐宋，追求高

古氣息。此次李雲中受邀以電影角色為

原型創作國畫版海報，神還原了《三打》

人物造型的精髓，“七大神魔”在工筆

技法的渲染下更添中式傳統風骨。

該組海報在《三打》“使命”版海

報基礎上再創新，“七大神魔”形態生

動鮮活：唐僧面容慈悲、神態自若，高

僧的雅致呈現的清新脫俗；孫悟空腳踏

如火祥雲，戰神極“烈”的氣勢噴薄而

出；八戒喜感憨厚，眼神挑逗有點“花”；

身材魁梧的沙僧藍色皮膚搶眼，暴起的

肌肉將反差“萌”與身後波浪融為壹體；

而筆筆細致的“妖皇”白骨精美艷

淩厲，周身骷髏黑雲籠罩。影片另

外兩位重要角色也獨具特色：國王

富有異域風情，觀音端莊大氣。七

大角色身後的事物也均有深意，有

力突出角色身份和性格，在寫實工

筆的基礎上巧妙使用中國元素，與

使命版海報相比，東方古典奇幻韻

味更為突出。

海報發布當天，正值 2016

年元旦，片方選擇這壹天發布這

組國畫版海報別有深意。《西遊

記》、國畫、生肖，三者都是中

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在2016

年的第壹天，將三者進行巧妙結合，無

疑是電影經典中創新的創作宗旨的又壹

次很好的體現。導演鄭保瑞表示：“在

農歷猴年即將到來之際，由西遊國畫第

壹人為大年初壹上映的《三打》創作壹

組國畫海報，這本身就是迎接新年的最

好方式。”

據介紹，此次《三打》的電影衍生

品授權和跨界營銷為影視行業的經典案

例，首次攜手中國集郵總公司，授予開

發、設計電影衍生郵品的權益，將今日

發布的系列國畫版海報，連同此前發布

的“雄心萬丈”版海報，開發制作個性

化郵票原畫書、集郵筒等豐富多彩的集

郵精品，並與《丙申年》生肖猴票集合

成冊限量發售。據悉，《三打》郵冊將

於1月10號發售。

3D奇幻喜劇《西遊記之孫悟空三

打白骨精》由鄭保瑞執導，郭富城、鞏

俐、馮紹峰、小沈陽、羅仲謙、費翔、

陳慧琳等聯袂主演，星皓影業有限公司

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無錫奇

幻世界文化有限公司、橫店影視制作有

限公司、山東魯信文化傳媒投資集團有

限公司、江蘇文華東潤影視文化有限公

司、深圳市騰訊視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新

京報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微影時代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中聯華盟文化傳媒投資有限

公司、保利影業投資有限公司、指點影

業（北京）有限公司、深圳意尊實業投

資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即將於2016年2

月8日，猴年初壹，以3D、IMAX 3D、

中國巨幕、4DX及MX4D格式上映。

把時間輕輕砸碎 揭開那深埋久遠的秘密

時間永是那麽流駛 電影不該這麽太平

為夢想忠誠守候 迎接與自己重逢的時刻

《爵跡》曝新年倒“跡”時視頻

與妳倒數跨年與妳倒數跨年

《三打》國畫版海報亮相亮相
猴戲猴畫猴票賀新年

“當今繪畫西遊第壹人”
演繹東方古典奇幻

猴戲、猴畫、猴票
——齊迎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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